
实验室常用消毒灭菌整体方案

实验室常用的器材一般包括玻璃器材、金属器械、橡胶制品及塑料制品等，每类器材的处理及

消毒措施都有不同。严格的消毒灭菌工作极为重要，直接影响着整个实验能否顺利进行。

目前常用的消毒灭菌方法多采用物理方法(如干热灭菌法、湿热灭菌法、过滤除菌法、

射线杀菌法等)和化学方法(消毒剂、生物抑菌)两大类。

01 干热灭菌法

02 湿热灭菌法

细菌的繁殖体在干燥状态下，80ºC-100ºC 1 小时可

被杀死；芽胞需要加热至 160ºC-170ºC 2 小时才杀灭。

在干热状态下，由于热穿透力较差，微生物的耐热性较强，

必须长时间受高温的作用才能达到灭菌的目的。因此，干

热空气灭菌法采用的温度一般比湿热灭菌法高。为了保证

灭菌效果，一般规定：135-140 摄氏度灭菌 3-5h；160-170

摄氏度灭菌 2-4h；180-200 摄氏度灭菌 0.5-1h。

干热灭菌法适用于耐高温的玻璃和金属制品，以及不允许

湿热气体穿透的油脂（如油性软膏机制、注射用油等）和

耐高温的粉末化学药品的灭菌。

注意事项：待灭菌的物品干热灭菌前，应洗净，防止造成

灭菌失败或污物炭化，玻璃器皿灭菌前应洗净并干燥，灭

菌时勿与烤箱底部及四壁接触，灭菌后要使温度降到

40℃以下再开箱，防止炸裂。

西冲推荐 yamto 干热灭菌器：

按美国 FDA标准设计，最高

工作温度 260ºC，

温度控制精确

箱体外壳低于 50ºC

无风密闭型设计，可以避免细

菌扩散到室内。

压力蒸汽湿热灭菌法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灭菌方法。它

利用高压蒸汽以及在蒸汽环境中存在的潜热作用和良好

的穿透力，使菌体蛋白质凝固变性而使微生物死亡。适

合于布类工作衣、各种器皿、金属器械、胶塞、蒸馏水、

棉塞、纸和某些培养液的灭菌。

加热器将罐体内的水加热直至沸腾，蒸气被密封在罐体

内，积聚而产生压力。蒸气的压力增高，温度也随之增

高。用蒸气压力 104.0-137.3kPa 时，温度可达

121-126℃，维持 30 分钟，即能杀死包括具有顽强抵抗

力的细菌芽胞在内的一切细菌，达到灭菌目的。

注意事项：不能用于油类和粉剂的灭菌。

西冲推荐 yamto灭菌器理由：

适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发布的新标准

YY1007-2010，温度显示、控

制精度均为 0.1℃



03 射线灭菌法

04 过滤除菌法

紫外线是一种低能量的电磁辐射，可以杀灭多种微

生物。紫外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对微生物的核酸及蛋白

质等的破坏作用而使其灭活。

适合于实验室空气、地面、操作台面灭菌。

灭菌时间为 30min。用紫外线杀菌时应注意，不能

边照射边进行实验操作，因为紫外线不仅对人体皮肤有

伤害，而且对培养物及一些试剂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。

上海跃进新型的动态型消毒器，独特的内腔杀菌设

计，可在有人环境下的动态连续消毒。

西冲推荐上海跃进品牌理由：

是普通型紫外线灯辐射强度

的两倍，

使用寿命长，可达 8000 小

时。

是将液体或气体通过有微孔的滤膜过滤，使大于滤

膜孔径的细菌等微生物颗粒阻留，从而达到除菌的方法。

过滤除菌法大多用于遇热易发生分解、变性而失效的试

剂、酶液、血清、培养基等。

目前，常用微孔滤膜金属滤器或塑料滤器正压过滤

除菌，或用玻璃细菌滤器、滤球负压过滤除菌。滤膜孔

径应在 0.22～0.45μm 范围内或用更小的细菌滤膜，溶

液通过滤膜后，细菌和孢子等因大于滤膜孔径而被阻，

小于滤膜孔径的细菌也可由于滤膜的吸附作用而被阻。

培养基的灭菌方法有两种：1、高压除菌 2、0.22um

微孔滤膜过滤除菌。与过滤相比，高压灭菌的工作强度

小，成本较低，但易造成营养成分的流失，而且在多次

加样（无菌谷氨酰胺溶液，无菌碳酸氢钠溶液等）过程

中容易造成二次污染。

大多数培养基采用 0.2 μm 的滤膜除菌。0.45 μm

和 0.8 μm 的滤膜常常用于裂解液澄清和预过滤；至于

0.1 μm 的滤膜，则是对付支原体的好帮手。

推荐 Pall 公司畅销的

Supor 膜

这一种通用的聚醚砜

（PES）膜，特别适合

生物、制药和除菌过滤

中水相样品的过滤,具

有以下特点：1.流速

快。2.蛋白吸附低，兼

容性好。3.高处理量节

省时间和经费。4.产品

经伽玛射线灭菌，可高

温高压灭菌。



05 化学消毒剂消毒法

常用消毒剂对比（表中第一列为微酸性次氯酸）
评比项目 HOCI 水 次氯酸钠 臭氧 强酸性电解水 酒精 二氧化氯 过醋酸 季氨盐

细菌、芽抱灭除能力 强 弱 强 强 中 强 中 弱

抗病毒效果 强 弱 强 强 弱 强 弱 弱

有效浓度 5~200ppm >200ppm 0.3〜5ppm 10~50ppm >75% 5-100ppm 0.1-0.5% 0.1-1%

pH值 微酸性 PH5-7 pH12 中性 PH<2.7 中性 pH6~10 3-3.5 酸性

主成份的稳定性 高 高 低 低 易挥发 易挥发 高 低

三卤甲烷的产生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

亚氯酸盐的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

溴酸盐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有

有毒气体产生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无

腐蚀性 几无 有 有 高 无 高 有 有

刺激性或味道的产生 轻微氯味 刺激氯味重 刺激臭味 刺激，氯味 有气味 刺激氯味 刺激酸味 无味，刺激喉咙

浓度调整的难易度 易 易 难 普通 易 难 易 难

使用的单位成本 低 中 高 中 低 中 中 高

化学消毒剂是指用化学消毒药物作用

于微生物和病原体，使其蛋白质变性，失去

正常功能而死亡。

适用于那些不能利用物理方法进行灭菌的

物品、空气、工作面、操作者皮肤、实验器

皿等。

常用的有含氯消毒剂、氧化消毒剂、碘类消

毒剂、醛类消毒剂、杂环类气体消毒剂、酚

类消毒剂、醇类消毒剂、季胺类消毒剂等。

常见用 70%～75%乙醇、0.1%～0.2%氯化

汞、10%次氯酸钠、饱和漂白粉等进行实验

材料的灭菌；利用甲醛加高锰酸钾[(2mL 甲

醛+1g 高锰酸钾)/m3]或乙二醇(6mL/m3)等

加热熏蒸法进行无菌室和培养室的消毒。

在使用时应注意安全，特别是用在皮肤或实

验材料上的消毒剂，须选用合适的药剂种

类、浓度和处理时间，才能安全灭菌。

西冲重点推荐：微酸性次氯酸

利用流体力学原理实现次氯酸非接触式

合成，并通过管道混合器、缓冲器等工

艺技术实现冷流体中和反应，输出稳定

态的次氯酸分子。

优点：5-200ppm 浓度自由切换适用于

不同场景，pH4.5～7；氯气化 1ppm 以

下，对人安全；杀菌后还原成为水与微

盐，非常环保，符合 HACCP/GMP 卫生

管理系统，对人安全性高、金属腐蚀性

低，应用广泛



06 生物抑菌法

菌种名称
有机干扰物

BSA%

杀灭时间（min）

1 3 5 10

金黄色葡萄球

菌

3 >5 >5 >5 >5

0.3 >5 >5 >5 >5

大肠杆菌
3 >5 >5 >5 >5

0.3 >5 >5 >5 >5

铜绿假单胞菌
3 >5 >5 >5 >5

0.3 >5 >5 >5 >5

白色念珠菌
3 >4 >4 >4 >4

0.3 >4 >4 >4 >4

生物抑菌法是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杀死或抑制

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。

主要适用于培养液。

生物抑菌法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以青霉素、链

霉素、磺胺类、四环素、氯霉素、红霉素、林可霉

素等抗生素抑菌，这种方法运用普遍。

另一种则是新技术：德国 VISTECH 的生物灭

菌法。VISTECH 细胞卫士拥有专利活性成分-小分

子抗菌肽，能特异性杀死支原体、衣原体、细菌、

真菌、病毒等病原微生物，而不影响细胞的培养；

小分子肽的含量很低只有 0.05%，大部分会随着乙

醇等物质挥发掉，残存量极低，擦拭后可以确定无

残留；同时因为核心成分可以大大降低乙醇等易燃

物的浓度，因此可大大降低火灾风险。

西冲推荐 VISTECH 细胞卫士理由：

1、 原理：活性成分结合在细胞膜上，改

变细胞膜的通透性，从而杀死微生物

2、大约 10-30s 即可完成灭菌过程

3、对皮肤和金属无腐蚀性

4、 无残留，不会造成交叉污染

次氯酸水对各种微生物杀灭效果

有效氯 40mg/l

资料来源：中国 CDC



实验室常见的消毒灭菌场景

场景 1：无菌操作室灭菌

培养材料进行培养、观察或更换培

养液时，必须从各方面防止任何污

染物进入培养液或容器，所以无菌

操作室的灭菌是至关重要的。由于

无菌操作室的污染来源主要是空气

中的细菌和真菌孢子，因此长期停

用后的无菌操作室应进行熏蒸灭

菌，熏蒸是用高锰酸钾+甲醛[(2ml

甲醛+1g 高锰酸钾)/m3]进行无菌

室的灭菌。

经常使用的无菌操作室，在每次使用前都应进行地面卫生清洁，并用紫外线灯照射

30 min，进行空气灭菌。

对超净工作台，每次操作前用紫外灯照射 30min，然后用 70%～75%酒精擦拭。

西冲推荐 1：法国 VIGITECHNICS 的 TWC200 全自动空间消毒机，
其原理是使用过氧化氢或臭氧气体，对密闭空间的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彻底消毒。



场景 2培养液灭菌

培养液在制备过程中带有各种杂菌，分装后应立即灭菌或在 24 小时内完成灭菌工序。

目前常用过滤除菌法除去培养物操作液和培养液中的细菌，或对培养液中耐热组分先

进行高压蒸汽灭菌，然后在无菌室加入经过过滤除菌的不耐热溶液，混匀后分装备用。

使用高压蒸汽灭菌器灭菌时，将分装好的培养液放入底部有一定量(淹没加热管)凉水

的高压蒸汽灭菌器内，增压至 0.35~0.4kg/cm2 时排净灭菌器内冷空气，以便使蒸汽

能到达各个消毒部位，保证消毒灭菌彻底。然后继续加压加热，当压力表读数达到

1.0~1.1kg/cm2 为 121ºC，保持 15~20 min 即可。由于消毒灭菌效果取决于温度而

不是压力，所以在一定压力下保持较长的消毒灭菌时间是必须的。

表 1 饱和蒸汽压力与其对应的温度

（引自周维燕，

1999）

在 121ºC 的蒸汽温度下可以很快杀死各种细菌及高度耐热的芽孢杆菌，消毒灭菌时

间与需要消毒灭菌的培养液量密切相关(表 2-3)，时间不足达不到灭菌效果，时间过

长培养液内的一些化学物质遭到破坏，影响培养液成分。消毒灭菌结束后，关闭热源，

只有当灭菌器内压力降为零时才能打开放气阀，排除剩余蒸汽，取出培养液。不可在

压力较高时打开放气阀，引起减压沸腾，使容器中液体溢出。

表 2、培养液高压蒸汽灭菌所必需的最少时间

培养液组成中如含有遇热易分解的物质，则需用过滤方法消毒灭菌。首先对培养液中

耐热组分进行高压蒸汽灭菌后放置在无菌场所，固体培养液在 40ºC 左右琼脂即将凝

结前，加入经过过滤除菌的不耐热溶液，混匀后冷却备用。液体培养液在冷却到室温

后再加入过滤除菌溶液。过滤除菌时使用孔径为 0.22～0.45μm 或更小的细菌滤膜。

过滤除菌可利用抽滤装置或注射过滤器进行，所用器皿均应进行高压消毒灭菌。

饱和蒸汽压力

温度(°C)

饱和蒸汽压力

温度 (°C)Kg/cm 1b/in2 Kg/cm 1b/in2

0.0 0 100 1.055 15 121.0

0.141 2 103.6 1.125 16 122.0

0.281 4 106.9 1.266 18 124.1

0.442 6 109.8 1.406 20 126.0

0.563 8 112.6 1.543 22 127.8

0.703 10 1152 1.681 24 129.6

0.844 12 117.6 30 134.5

0.984 14 119.9 50 147.6



场景 3 玻璃器皿、塑料器皿和器械灭菌

玻璃器皿可进行干热灭菌或高压蒸汽灭菌，但在蒸汽灭菌后最好及时烘

干水分。

对不能进行高压蒸汽灭菌的塑料器皿可用 75%酒精浸泡，使用前在无菌

操作台面上晾干的同时，用紫外线重复杀菌。还可以用环氧乙烷灭菌袋

对塑料器皿进行消毒，消毒后的器皿要充分散气 2～4 小时后才可使用。

无菌操作所用的各种器械，一般采用干热或高压蒸汽灭菌，或用 75%酒

精浸泡，然后在无菌操作台面上晾干的同时再用紫外线重复杀菌;在使用

期间可多次对其进行酒精灯火焰灼烧灭菌。

洗瓶机针对不同的器皿残留物设置高达 80 种不同的针对性清洗方案，调

整多样化的清洗参数（清洗温度、清洗剂进入量、清洗剂泵入程序、水源

类型、清洗次数、烘干时长、烘干温度），从而保证了最佳清洗效果。

超痕量快速清洗是您无机分析工作中的得力助手。

全自动酸逆流清洗系统能对 ICP-MS、ICP、原子吸收、微波消解等金属检测仪器

和配件（各种玻璃、石英、PFA、PTFE、TFM 等材质的小瓶、器皿等）进行前处理

清洗，用酸蒸汽清洗，再用纯水清洗，再烘干，全程自动化，替代传统酸缸浸泡

场景 4 培养材料的消毒灭菌

采自动物机体的实验材料，携带着微生物及杂质，接种前须进行表面消毒灭菌，对内

部已受微生物侵染的材料应予以淘汰。从动物机体采集的某些组织块，须用消毒剂进

行浸泡处理，进行表面消毒。常用消毒剂有过氧化氢(10~12%，浸泡 5~15min)、过

氧乙酸(0.05%，浸泡 30 s~1min)、酒精(70~75%，浸泡 2min)。

实验中常用物品的消毒灭菌方法选择
消毒灭菌物品 压力蒸汽 干热 过滤 紫外线 化学气体 化学消毒剂

培养室、工作台 ＋ ＋ ＋

玻璃制品 ＋ ＋

金属器械 ＋ ＋ ＋

塑料制品 ＋ ＋

橡胶制品 ＋ ＋ ＋

培养液 ＋ ＋

棉、布类 ＋ ＋

培养物 ＋



场景 5 细胞相关研究的实验仪器消毒灭菌

Vistech 细胞培养卫士，它是复合型高效杀菌剂，能够 30秒快速杀灭支原体、衣原体、真菌、

细菌、病毒等病原物，使用后无残留。专利小分子肽特异性整合到病原物细胞膜中，让其他杀

菌成分更快进入病原物，从而快速彻底的杀死病原微生物。

支原体污染对生物制品的潜在影响是研究、诊断和生物技术环境中的主要问题。缺乏支原体清

除措施会导致实验过程发生交叉污染。恒温培养箱和无菌工作台的污染通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

导致广泛的损害。

用 Vistech 细胞培养卫士，定期给给您的生物安全柜、超净台、培养箱、细胞储存箱和液氮罐

等设备喷洒消毒能有效解决细胞培养的污染问题。

德国品质，值得信赖，目前已经使用的客户有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科院、协和干细胞等。



某蔬菜加工企业的消毒剂成本核算

场景 6 次氯酸水在食品企业的整体消毒

案例：某工厂主要用于设备表面和地面消毒，主要关心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等的杀灭效果，目

前主要用酒精消毒，但觉得保存和运输酒精都很麻烦，做过某品牌的次氯酸钠的消毒效果验证，

结果不理想。

西冲推荐：微酸性次氯酸消毒方案。

灭菌效果分析：1、致病菌含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等，相比较沙门氏菌而言， 金黄色

葡萄球菌更难杀灭一些，检验报告证明这款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灭活率是 99.999%。

2、次氯酸钠偏碱性 而西冲推荐方案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微酸性，次氯酸钠消毒 150ppm浓度

的杀菌强度，我家产品只需要 80-100ppm的浓度就能达到一样程度的效果，我们味道更小，更

接近中性，降解更快，基本上没有残留。

消毒剂 类别 浓度
体积

（L）
使用频次

日费用

（元）

月费用

（元）

年费用

（元）
备注

微酸性

次氯酸

入门员工手部 80-100 2.5 每次进车间 0.51 15 183

100ppm

溶液制

造成本

为 20.4

元/吨

包装车间员工手部 80-100 2.5 0.5h/次 0.51 15 183

鞋靴池 100ppm 100 2 次/日 2.04 61.2 734.4

切菜机 50-80ppm 10 3 次/日 0.16 4.90 58.75

蔬菜 30-50 300 12 次/天*4 155.52 4665.6 55987.2

5 根据实际情况可免漂洗

工器具 50-80 10 2 次/日 0.16 4.90 58.75

食品接触面 80 10 4 次/日 0.16 4.90 58.75

总计 159 4669 56000



场景 7 工厂中的机械清洗运用

（二）粘度计中沥青清洗前、后对比

（三）医疗器械打磨清洗前、后对比



如何选择合适的超声波清洗机

频率 系列 应用

25 kHz Elma TI-H MF2/X-tra pro MF 2
清除粗糙、顽固的粘合污染和预清洗

(如：不锈钢、铸铁）

35 kHz
Elma TI-H MF3/TI-H MF1/X-tra

pro MF3
各种简单常规清洗工作

37 kHz Elma E/S/P/X-tra basic 各种简单常规清洗工作

40 kHz Elma Transsonic Digital 实验室清洗工作和环保部门

45 kHz Elma TI-H MF2/X-tra pro MF2
清洗精细零部件及敏感材质的表面

（如：轻金属合金）

80 kHz Elma P 系列
适用于清洗狭窄的空间（如：毛细管，质谱离子源

等）， 可以降低噪音、延长使用寿命。

130 kHz Elma TI-H MF3/X-tra pro MF3
适用于清洗最精细的零件和高度敏感材质

的表面（如：微电子元件、精细光学元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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